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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周「民間智慧」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為讓同學加強對祖國的認識，今年圖書館聯同15個不同的科組（其中包括

企財、歷史、地理、音樂、通識、公民與社會發展、視藝、STEAM、設計、經濟、旅款、科學、家

政），以「民間智慧」為題舉辦閱讀周。各科有系統地透過閱讀及內容互相緊扣的禮堂攤位遊戲或

課堂活動，藉此讓同學應用所學的知識，親身感受古今的「民間智慧」。閱讀周內，各班同學熱烈

參與，從不同形式的攤位遊戲中，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另外，為了讓同學深入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圖書館亦舉辦了手托木偶表演周會（初中）及變

臉表演周會（高中）。藉此讓同學欣賞承載了千百年的民間智慧與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同學體驗編鐘的操作原理

解讀面譜顏色的意思

速畫面譜，發揮大家的創意

高中變臉周會

變臉表演

認識中國入榫建築方式的智慧

變臉師傅走到台下與同學互動

認識著名旅遊建築物的設計
智慧

認識古時的驗屍智慧

 教授古代皇宮內編鐘的發展及知識

同學以遊戲體驗「以物易物」的優劣及特質
認識涼茶的功效

利用電子教學，加強學習效能
1



親身體驗及操作手托木偶同學試玩三個兒時小玩意分組閱讀「有限公司」起源的小故事

初中手托木偶表演

可藝中學老師到校參觀

展示地震儀模型

兒時小玩意 

認識地震時的必備物資

可藝中學老師到校參觀

可立中學老師到校參觀

完成攤位遊戲後，同學開心換領心儀禮物

2



文化共融  你我一家

    中文科、中史科、普通話科及圖書館於6月27至29日在禮堂舉辦「尋

找吾鄉的故事」大型展覽活動，透過圖文並茂、選材富趣味性的展板，

讓同學對自己及其他人的故鄉有更深入的了解，培養文化共融、你我一

家的觀念，加強同學對國家和民族的歸屬感。配合展覽，我們增設有獎

問答遊戲，同學投入參與，效果顯著。

    是次展覽，共有展板二十多塊，主題包含中山、四川、汕尾、梅

州、惠州、潮州、福建、廣州、湖北、湖南及深圳。以上都是經統計初

中同學的籍貫或故鄉後，得出的首十一位結果。同時，為照顧非華語的

同學，我們也設有以巴基斯坦及尼泊爾為主題的展板，以擴闊同學的視

野。負責老師先在上學期指導同學完成專題報告，然後從中選取合適的

素材，帶領同學完成展板，讓同學對故鄉的地理位置、歷史掌故及文化

習俗有更深入的認識。

尋找吾鄉的故事

同學投入參與

從展板找尋答案

展板的主題依據同學籍貫而定

禮物富文化色彩 甚受歡迎

有關非華語同學的故鄉介紹

同學滿載而歸

顯示初中同學籍貫的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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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ing various English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to arous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the 
language has always been a main focus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hat’s why we spared no 
effort and organized two major English fairs in just the first term: the Halloween as well as, 
of course, the Christmas activity. With students’ interest in mind, the planning of the Easter 
activity was also long proceeded ahead of the event. Unfortunately, the 5th Wave of the Covid 
19 brought a halt to this activity.

Even though the Easter English activity could not be held, English activities 
can never be stopped! We must strive to create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Our NET Ms. Sharma has continually to hold a weekly Speak Up 
Challenge to bring joy and knowledge to students.

Life never goes as planned. The well-planned 
Easter holiday activity was sadly cancelled. Yet, it 
also teaches us to treasure every event that the 
school prepares for us.

English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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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周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為推動校園讚賞文化，鼓勵同學間、師生間互相欣賞，以及對家長、工友和職員表達謝意，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6月20日至24

日舉辦「感恩周」，活動包括：「好人好事表揚活動」、「關懷行動」、「孝親表心意」、「我的行動承諾」、「最受表揚教師選

舉」及「品德教育班主任課」等，並於小息及午膳時間在地下大堂設有攤位，讓學生填寫心意卡及宣讀行動約章，以傳遞感恩之

心。同學投入參與活動，氣氛融洽。

將心意卡及病毒抗原自測套裝送贈工友及職員，向他們致敬

同學宣讀感恩約章後，將「我的承諾」貼在「感恩樹」上
同學踴躍將感謝的說話寫在心意咭上

同學積極參與攤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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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5日為本屆中六學生的畢業禮，典禮於下午二

時假禮堂舉行，邀得嗇色園副主席兼教育委員會主席陳

燦輝先生及本校校監吳家權先生主禮，一眾校董、嘉

賓、連同家長、教師、校友，一起見證應屆畢業生領取

證書及獎項，場面溫馨愉悅。

    典禮開首，是莊嚴的奏國歌及升國旗儀式。其後分

別由吳家權校監致訓辭及陳燦輝先生致勉辭。吳校監指

出同學們活力充沛的笑臉、積極進取、力求爭勝的態度

最讓他難忘，這是對抗逆境、跨過難關的必要條件，期望同學能記取師長的教誨，畢業後迎接人生里程中

的新挑戰，自強不息，追求卓越，回饋社會。陳副主席勸勉同學，在日常生活、求學及工作上要以盡孝、

盡己及盡展所長為原則，鼓勵大家懂得感恩，努力學習，修養品德。

    嘉賓致辭完畢後，隨即頒發畢業證書、各項學業成績獎及其他獎項。之後由畢業生代表徐鎮鴻同學致

謝辭，除了感謝師長的悉心栽培、同窗的互相支持，還向家人的無限關愛致以衷心謝意。最後，全場高唱

校歌，嘉賓徐徐步出禮堂，典禮完滿結束。

家長見證  場面溫馨

中六畢業禮

主禮嘉賓與校長留影

專為畢業禮製作的場刊

典禮後同學珍惜時間跟好友及老師合照

鍾家希獲頒視覺藝術獎項

畢業同學跟校監合照

徐鎮鴻獲頒元朗區優秀學生

畢業生代表徐鎮鴻致辭

嗇色園副主席致勉辭

校董會主席致訓辭
女童軍升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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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圖書獎
2022 哈佛圖書獎

    由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所頒發的「2022 哈佛圖書

獎」，表揚同學在學業表現優異及具優秀的個人特質，並對

社會或學校有傑出的貢獻。以下是得獎同學：

第一名：5C 陳淑貞

第二名：5C 蔡熹旻

第三名：5C 梁寶兒 

辯論學會獎項

第七屆亞洲盃  國際中學華語網路辯論賽初賽
最佳辯手

5C  梁浩林同學   5C  甘鎧霖同學 

         5C  謝凱恩同學

2021年度「鄧宗偉主席盃」中學辯論比賽初賽
最佳辯論員

5C  鄧可姿同學 

第八屆縱橫盃國際華語辯論賽分組賽最佳辯論員

2D  葉蔚霖同學 
「星佑盃」中小學中文辯論友誼賽

優勝隊伍

5C  鄧可姿同學  3D  周嘉琳同學

2D  關皓雅同學  2D  黎穎雪同學

第一屆香港華語辯論學界挑戰盃亞軍，隊員包括：

5C  甘鎧霖  5C  陳淑貞 

5C  梁浩林  5C  謝凱恩 

                5C  林秀紋 

第一屆香港華語辯論學界挑戰盃
亞軍分組賽最佳辯手

5C  陳淑貞   5C  梁浩林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首年在中四推行，其中一個課題為“香港社會的

多元文化特徵”。科內老師安排了一場名為“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分享周

會，以訪問形式讓中四兩位非華裔同學—4B 多哈 及4C 胡柏謙，分享他們

家鄉—巴基斯坦的社會文化及風俗。另外，兩位非華裔同學亦即席教授一些

日常用語，增添不少歡樂的氣氛。藉此活動讓

學生對非華裔人士有更多尊重，帶出多元文化

對於香港社會的積極意義。

香港紅十字會「人道在城市」
定向挑戰

    紅十字會青年團YU271的麥泳欣老師及鄭國威老師，早前帶同五位同學，以隊制

賽形式，遊走線上線下大街小巷，感受社區脈搏，探索區內特色地點，身體力行支持

地區伙伴，共建人道城市。

非華裔同學分享周會

得獎同學與圖書館主任麥泳欣老師合照( 由左至右 ) 得獎同學為蔡熹旻 , 陳淑貞及梁寶兒

星佑盃優勝隊伍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從地圖介紹巴基斯坦

原來結婚新娘都是穿紅色的服裝
順利完成比賽

消防局外的 AED 機

獎項及活動

參與同學包括：4C陳澤壕  4C黃嘉樂  4C翁宝聰  4C謝浚烯  4C鍾旻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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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STEM發展 樂見成果

說明 獎項

1 2022年大灣區STEM卓越獎（香港區） 
十佳學校（2A高梓豪，2C譚梓朗，2C張逸晞，

2D盧穎蕎，4C植海琳，4C盧伊靜，4C陳沛滋）

2
「感創敢為2.0—青年社會創新服務獎」2021-2022

作品「自療 Everywhere」
銅獎（2D楊俊僖，2D秦銘澤，2D盧穎蕎）

3 第一屆全港學界 STEM 創意大賽
初中組銀獎（2D楊俊僖）

高中組銀獎（4C鍾旻叡）

4 第24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專項獎（職業安全健康局）

一等獎（4C陳沛滋，4C鍾旻叡及4C植海琳）

5 「環保爬山車設計比賽」

亞軍（1D林雅詩）

季軍（2D姜力恒）

優異（5B蔡錦榮，1D林梓俊，2D盧穎蕎）

6 「元朗區青年網絡計劃」
優異獎（5B蔡錦榮，5B陳建成，3D胡思朗、

3D歐竣誠，5C劉佳熹）

顧問：鄒志文校長、林志強副校長

編輯：余勇威老師、鄺淑芬老師、鮑劉淑妍老師、張雀屏老師、官恆珀老師、何德偉老師

教師分享

義工服務

創科比賽

2021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香港賽（中學組）

    STEM科主任鄭國威老師擔任教師工作坊講者，以「分享香港中學推行STEM教育的現況以及如何規劃STEM普及化」為主題，

網上超過80位老師參與，活動十分成功。

    在疫情下同學不忘發揚校訓普濟勸善的精神，在社區分享創科知識，成就獲得社會認同。本校榮獲香港青年協會2021

「義工（團體）年度嘉許金狀」。

本校師生在艱苦的疫情下仍在多項比賽中脫穎而出，

比賽資料如下：

鄭老師分享 STEM 心得

義工服務
環保爬山車設計比賽

學校義工團體金狀

大灣區十佳作品連結

科技創新大賽

元朗區青年網絡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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